
记者手记

■本报见习记者 王倩

5焦点
2020年 7月 9日 星期四
www.jfdaily.com

责编：唐蓓茗 编辑：蒋娅娅

因疫情推迟了一个月的2020年高考，在安徽歙县又因洪水推迟了一天。记者现场目击这一特殊高考———

“老天爷开这么大玩笑，千难万险也得跨过去”

昨天，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的雨依旧没有
停，但雨量总算变小，县内交通逐步恢复正常。

7月 7日洪涝灾害的痕迹正在缓慢褪去。

比全国其他地方的考生晚了一天后，这里
的高考昨天终于恢复正常。上午 8 时，记者来
到歙县第二中学门口，这里仍有较浅的积水和
沉积的淤泥，但考生和家长已三三两两等候在
考场门口，秩序井然。8时 15分，望着孩子走进
考场的背影，多位送考家长说，悬着的心终于
放下来了。

受疫情影响，2020年高考推迟了一个月，

这是继 2003年高考改期 6月后， 第一次在 7

月举行。而在歙县，这场本就一波三折的高考
又多了一折：受洪涝灾害影响，歙县道路交通
受阻，部分师生无法准时到达考场。最终，7月
7日全国高考首日的语文、 数学两堂考试在歙
县接连被取消。

一张几名考生撑伞坐在船上的照片瞬间刷
爆网络。“十年寒窗，高考不易。”他们的境遇，牵
动全国人民的心。歙县是安徽省教育大县，据当
地政府部门统计，今年歙县高考报名考生 2207

人，实际参考 2182人。情况突然，教育部考试中
心发布了关于安徽歙县考区考情的通报， 原定
于 7月 7日的语文、数学科目考试，在歙县被延
期至 9日举行：“经综合研判，报教育部批准，同
意该考区于 9日启用 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数学（文、理）科目副题进
行考试。副题的命制标准与正题一致。”

昨天上午 9 时， 在全国高考开始一天之
后，歙县所有考生安全进入考场，正式开考。

“要说心里不慌，那是假的”

昨天早上 7时 50分，搭载着歙州学校高三
考生的 7 辆大巴车陆续抵达歙县第二中学门
口。歙州学校是一所封闭式管理的私立学校，所
有高考生由学校统一送往各考点。时隔一天，歙
州学校的文科考生们终于来到考场附近。

“本来 9时开始考试，但是我们 9时多还没
出发。”提及前一天的意外，现场一名学生毫不
掩饰自己的失落与紧张情绪，“老师正式跟我们
说不能考试的时候，我心里一下子就慌了。好在
重新安排了，我也已经调整好情绪了。”

“这两个月不说天天有雨，但也陆续下了
20多天了。”进入梅雨季，歙县连遭大雨袭击。

情况在 7 月 7 日凌晨陡然变得更加紧急。当
天，歙县出现 50年一遇的洪涝灾害。受持续暴
雨和上游洪峰影响，歙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
速上涨，河水倒灌进城区。清晨 5 时 50 分，歙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关于启动城区防洪Ⅱ

级响应的命令》，在这份文件里提到，根据黄山
市水文局预测，渔梁洪峰水位将在 7月 7日早
晨达 118米左右，超警戒水位 3.5米左右，决定
于 7月 7日 5时启动城区防洪Ⅱ级响应。

歙县第二中学是歙县两处高考考点之
一，主要作为文科考场。由于地势低洼，如注
的暴雨中，这里仿佛形成了一个大水塘。一段
广为流传的视频里，7月 7日一早， 原本当天
要在歙县二中监考的老师竟然是乘坐铲车赶
到考场的。

记者在歙县走访时，许多居民提供了当天
拍摄的视频和图片。这些画面中，歙县城区许
多区域都被淹，积水情况严重，很多车辆浸泡
在水中。

7月 7日早上 7时， 家住歙县郊区的汪韬
开车赶往县城，为就读于歙州学校的侄女汪芳
送考。“孩子本来不让我们去， 觉得自己压力
大。” 但汪韬还是准备在考点偷偷瞄一眼，“看
看她的状态。”然而，当越野车行至城许大道加
油站附近时，汪韬发现积水已经很深，立马调

转车头。 她本想绕路前往歙县第二中学考点，

但四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我们的车经过潭
渡中学，看到水已经淹到门卫室窗户。等一会
绕了一圈再经过时，水已经没过窗户。”无奈之
下，汪韬只得先赶回家。

由于内涝严重，到了 7月 7日上午 9时 30

分，高考已经开始半个小时，歙县的两个考点
仍有大部分考生和考务人员未能进入考场。下
午 2时，汪韬接到侄女汪芳的电话，得知考试
被取消。“我听到她哽咽了。” 因为考试延期心
理压力过大，电话那头汪芳哭了起来，汪韬一
时不知道如何安慰。“我侄女数学成绩很好，她
说自己本来复习得信心满满，现在一延期又没
信心了，也不知道备考考卷难度怎样。”

汪芳是一名复读生，去年高考失利后从老
家休宁县来到歙县的歙州学校复读。汪芳的父
亲常年在外工作，每周去学校探望的责任落在
姑姑汪韬的肩头。今年疫情以来学校管理更加
严格，家长不能进入学校，汪韬只得每周隔着
栏杆给汪芳送些食物， 她深知侄女的高考压
力。“她是个挺努力的孩子，从小都不让家里人
担心。去年高考失利没上二本线，今年老师说
有希望上一本的。”考前，汪韬已有好几个晚上
不敢打扰侄女，“就怕额外给她压力，没想到却
是天气带来意外。 看到洪水把高考也耽误了，

要说孩子和家长心里不慌，那是假的。”

“看到孩子状态不错放心了”

“高考是人生大事， 十几年寒窗就为了这
一朝一夕。孩子在里面，我们的心也在里面。”

昨天一大早，汪韬就骑着电瓶车再次赶往歙县
第二中学，就想看一眼汪芳。汪韬是歙县本地
人，她说迄今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洪水，“老天
爷就是跟你开了这么大的玩笑，但千难万险也
得跨过去。”

上午 9时，歙县高考正式开始。考场之外，

焦急等待的家长神经紧绷，前一天的洪水和各
自的遭遇，成了他们相互倾诉的话题。

“被洪水吓怕了。”洪根娣回想前一天的情
形还是心绪难平。7日一早， 她刚带女儿出门，

就在水中摔倒，行动困难。洪根娣决定回家休
整，让母亲先带孩子赶去考场。可等她想再次
出门时，出租屋一层已完全被洪水浸泡，她被
困在了二层。那时她还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和
女儿也被困在新安路上。“我母亲和女儿就一
直站在路边地势高一些的地方等着，直到下午
4时我从被困的地方出来找到她们才汇合。”洪
根娣离开出租屋避险时，还不忘背上孩子的书
包，草草抓了几科的复习资料。

尽管推迟了一天，但考场外的家长们与上
海考场外的家长们并没有什么不同。歙县第二

中学考点马路对面的空地上，聚拢着不少送考
家长，尽管仍然下雨，不少妈妈们还是穿上了
行动不太方便的旗袍，希望为孩子博得“旗开
得胜”的好彩头。

“你去帮我问问看，这个车停在这里会不
会影响到考场？” 一名女士听到校门口一台车
辆的发动机声音，询问执勤民警，得到否定答
案后略微宽心。“我比孩子还紧张，最好能让考
场避免一切干扰。”

人群中，方小红的着装搭配看起来有些奇
怪，她上身穿了一件白色红花旗袍，脚上却踩
着拖鞋。“别人说穿旗袍寓意好。” 方小红和丈
夫在福州制衣厂打工 20多年，2019 年下半年
女儿升入高三后， 她便辞工回到歙县陪读。为
方便照料女儿，她租住在歙州学校旁边。“我孩
子成绩中等，她说想去合肥读大学，希望她能
调整心态，好好考。”

昨天上午，方小红夫妻俩开车一路跟随学
校的送考车队来到歙县第二中学，但直到考场
大门关闭也没有看到女儿。她准备一直撑伞守
在校门口，等女儿考完匆匆见上一面，“我就想
看看她心情怎样，最好不要被洪水影响到。”和
方小红一样从外地赶回的家长不少，在苏州务
工的洪根娣也是在高考前夕回到歙县陪女儿
备考。洪根娣的女儿是歙县潭渡中学的高三学
生，昨天早上 7 时，母女两人就已抵达歙县第

二中学考点，“就怕时间耽误了！”

“之前上了两个月网课，又经历了高考延
期，临到最后还要延期一天，这届学生真的不
容易。”歙县第二中学高三历史老师孙洁感慨，

“但回望这一段，学生可能会觉得非常骄傲，他
们是参加过 2020年高考的人， 是参加过 2020

年歙县高考的人。”孙洁告诉记者，就在 7日高
考取消后，歙县第二中学高三学生在学校上了
晚自习，“老师对学生做了一些心理安抚，又进
行了学法上的指导。”

昨天上午 11 时 40 分， 文科综合考试结
束。 歙县第二中学考点的学生陆续走出校门。

“歙县中学学生左边乘车， 歙州学校学生右边
乘车。” 考生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上
车离开考点。一位家长突然追着即将驶离的大
巴喊：“没事，没事，随便考！”

也是在这时候， 汪韬如愿见到了侄女汪
芳，“她看到我还有点不高兴呢，不过，我看到
孩子状态不错就放心了。”

你为我撑伞，我向你致敬

“一、二、三，撑伞！”昨天下午，一辆歙县中
学的送考大巴稳稳停在歙县第二中学门口的
固定位置。门一打开，现场执勤的武警黄山支
队队员分列四排，整齐地撑起黑色雨伞，搭出
两条人工遮雨长廊，护送考生进入考场。听到
武警官兵的“加油”声，不少学生纷纷停下脚
步，驻足敬礼。

“歙县的高考推迟了一天，我们的任务就
是保证考生顺利完成高考。 雨还是没有停，我
们撑伞开出一条道，送到我们能送到的最远的
地方，希望考生们别淋到雨，让他们有一个好
的心情、好的考试状态。”武警黄山支队机动中
队政治指导员马世界说。为了应对考生的突发
情况， 武警黄山支队还有 1名随队军医待命，

“下午场考试时，一位考生突然晕厥，我们军医
参与了救治。”

据了解，为了保障这推迟了一天的高考顺
利进行，歙县组织公安民警、消防应急救援力
量和民兵应急队伍等多支力量，在 7月 7日晚
上开始人工架设浮桥。据抢修人员介绍，歙县
中学浮桥长 125米， 歙县二中浮桥长 300米，

并在桥边架设冲锋舟，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帮
助。 当晚歙县公安局还发布 2020年高考汛期
应急交通保障线路，“请广大考生根据自身情
况提前安排出行时间，如遇交通中断，按应急
线路出行，于上午 7时、下午 1时前，就近前往
各接驳点乘车。”

昨天， 消防员余志强和 17名队友赶往歙
县第二中学执勤， 他们的任务是清理道路积
水，“下雨天考生的鞋子可能会湿，这样不舒服
也可能影响考试。”同样守在二中考点的，还有
黄山市山越应急救援中心歙县分队的队长胡
歌， 前一天他刚刚参与了 10个小时的抢险救
援。按照正常安排，歙县分队在高考期间的主
要任务是在歙县第二中学考点维护周边治安
和交通秩序。7月 7日凌晨 4时，胡歌接到了歙
县应急管理局洪水警情救援电话，他连忙带着
4名队员出发。在江边救出一名被困居民后，他
又继续带领队员参加到紫霞路护送二中考点
考生的任务中。“到达现场后，我们先护送了 20

多位监考老师， 然后用冲锋舟护送了 60多名
考生， 有几名考生被困在紫霞路边上小区，我
们是用冲锋舟驶进楼梯口去接应。”

“对于这群孩子来说， 这次高考太特殊
了。”雨中，一些参与应急保障的人们擦着脸上
的雨水与汗水，“希望考场里的孩子能记住这
一天，记住有很多人在帮助他们。当他们走上
社会后也能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

据天气预报，今天歙县依然会有雷阵雨。

（文中汪韬、汪芳为化名）

水情中见人情
■王倩

7月 7日中午， 连续暴雨导致歙县
高考语文考试取消的新闻刷爆网络。受
疫情影响，2020年高考已经推迟了一个
月， 水灾又让歙县 2000多名高考生无
法按时考试，“难上加难”。

记者7日晚9时到达歙县城区，当时
多处道路还有积水，沿街店铺进水严重，

商户们清理淤泥忙成一团。这样的情况，第二
天的高考还能不能继续？但晚上10时30分时，

记者发现应急浮桥已铺在路边， 现场各方力
量通宵工作，应急措施逐步推进落地。

昨天一早，记者在歙县第二中学考点走
访时，这里已基本运转正常，交警、武警、老

师、志愿者们配合得当，不少工作人员几乎
连轴转，前一天忙到半夜，早晨 6 时多又赶
到考点。

高考对学生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这些
连夜运转的社会力量中， 既有职责所在，也
有志愿行动，这是社会对学生们的关爱。

在考场门口， 记者观察家长与孩子、

老师与学生的互动，同样颇为触动。歙县
中学的大巴车到考点后，送考老师站成一
排和下车的学生逐个击掌，互道“加油”。

我看到了笑容背后的相互支持。一对在杭
州打工的父母，得知洪灾导致歙县高考延
期后，瞒着女儿连夜乘高铁赶回来。虽然

女儿总是在电话里强调“平常心”“别来送”，但
夫妻俩还是来了。等到上午考试结束，父母等
到女儿，给她递上一袋新鲜芒果。孩子虽面露
不悦，但终有一天，她会明白这背后的深情。

灾难从不值得歌颂，但在水情中看到的人
情，不得不让人动容。

一名脚受伤的考生被武警背着进入第二中学
考点。据了解，该名考生的考场在五层。

昨天上午，歙县中学送考老师和学生在第二中学考点门口击掌鼓励，互道“加油”。不
少考生特意穿上红色 T恤参加考试。 均 王倩 摄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通电话
（上接第 1版）中方愿同俄方继续坚定相互支持，

坚决反对外部干涉破坏， 维护好各自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维护好双方共同利益。

习近平强调，中俄在新冠肺炎疫情最艰难的
时刻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增
添了战略内涵。双方要在做好较长时间应对疫情
的同时，研究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推动各领域
合作加快复工复产。双方要利用好科技创新年契
机，加强高技术、疫苗和药物研发、生物安全等领
域合作，推动中俄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助力
两国各自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愿同俄
方不断密切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

维护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行径，共同
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普京表示，近日俄罗斯全民投票高票通过宪法
修正案，有助于维护俄长期政治稳定，更好捍卫国
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俄中均珍视本国主权安全，

始终坚定相互支持，无论是在疫情艰难时刻相互伸
出援助之手，还是不久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赴
俄参加红场阅兵式，均再次印证了这点。俄中关系
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俄方坚定支持中方在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反对任何破坏中国
主权的挑衅行为，相信中方完全有能力维护香港长
期繁荣和稳定。俄方将对华关系作为外交最优先方
向，愿同中方一道，继续推进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

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国等框架下的战略沟通
协调，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与安全。

普京就中国南方多地发生洪涝地质灾害表示
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

赋能百业 加快建设 AI“上海高地”
（上接第 1版）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人工智
能大显身手，智能技术赋能的在线新经济、非接
触式服务蓬勃发展，所取得的成效离不开各位专
家的深度参与、大力推动。

李强指出，上海要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
竞争，必须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基础能力，着力强
化创新策源、突破底层技术。要创造条件、集中力
量，聚焦重点领域，加紧布局一批高能级平台，促
进开放共享、协同攻关。抓紧学科布局，加强人才
培养，加大吸引全球人才力度。更好发挥企业主
体作用，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形成创新共
同体，把研究成果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

“我们不只看人工智能产业本身的产值有多
高，更要看‘赋能百业’的效应有多大。”李强指

出，要充分释放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集
聚发展、创新发展。加快推动在线新经济发展壮
大， 发挥人工智能与 5G、 大数据等融合发展优
势，为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发展深度赋能。加
快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打造强大工
业互联网，着力攻关自动化生产技术瓶颈。

李强指出，城市是最大的应用场景，是人工
智能技术的最佳试验场、价值的最好实现地。要
打造智能服务，创造品质生活。在交通出行、住
房家居、养老服务、教育医疗等领域，更好依托
科技赋能，使优质资源更加公平可及、更好辐射
服务，让市民生活更加美好。以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为载体，推动城市
治理向人机协同型、数据驱动型、跨界融合型转
变，实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的跃升。

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和“高效处置一件事”，

推动管理服务模式的系统性重塑、 体制机制的
深层次变革，真正做到实战管用、基层爱用、群
众受用。

龚正在致辞时说，人工智能战略咨询专家委
员会作为连接产学研各界的高层次交流平台，为
上海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撑。期待各
位专家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我们将营造更优越
的环境，创造更多合作机遇，共同推动上海人工
智能高地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市领导吴清主持会议，诸葛宇杰出席。

按照《上海市人工智能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
章程》规定，专家委每届任期为两年。第二届专家
委由徐匡迪院士担任顾问，潘云鹤院士担任主任
委员。姚期智、蒲慕明、虞晶怡、朱珑、沈南鹏、陈
天石、洪小文、常博逸等 8 位专家为此次新加入
的成员。

一个世界级平台点燃火种
一组上扬曲线显无限潜能

（上接第 1版）通过人工智
能赋能，传统行业也迎来新机。

比如， 在生产制造领域，

人工智能技术已渗透汽车制
造、飞机制造、船舶制造、能源装备、钢铁、

石化、生物医药等各大传统产业领域。上汽
开发物流大脑， 实现大规模物流供应链的
高效运作； 宝钢打造设备远程智能运维平
台，集成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等技术，实现设备管理状态智能监控、故障
预警、趋势预测、维修远程支持；药明康德
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技术进行靶点鉴定
和小分子生成，加速新药研发过程。

厚植生态，持续发力
人工智能的发展，追根到底需要一流

的人才。为吸引高端人才，上海将符合条
件的人工智能人才和核心团队纳入“人才
高峰工程”，提倡“一人一策”，为其生活、

就业、创业保驾护航，并配置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事业发展平台。

过去一年，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微软
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商汤科技创始人

汤晓鸥等一批国际顶级人工智能专家落户
上海发展，创新人才队伍开始形成。落户上
海的姚期智院士，今年初领衔组建了上海期
智研究院。“我们希望走出一条新的、多学科
综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来自不同学科背
景的优秀人才进行高密度的交流。” 姚期智
说，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需要有强大的基础
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理论和核心技术。

依托人才集聚优势，今年 6月，由 AI青
年科学家联盟·梧桐汇牵头， 中国科学家首
次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上发表关于中国 AI发展的全景
论文，是集结中国最强 AI力量的重磅发声。

“梧桐汇”，这一诞生在上海的新兴 AI组织，

起源于 2018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如今成
为“AI in Shanghai”的新名片。

除了为人才创造条件，上海不断用制度
呵护“想象力”，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先后
发布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22 条”，上海人

工智能创新生态行动方案等，从
产业协同、数据开放、人才建设、

资金引导等方面，对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提供“海陆空”全方位支

持。 目前，《上海市道路交通自动驾驶开放
测试场景管理办法（试行）》等政策也在酝
酿出台。

凭借上海金融中心优势， 上海更不惜
“重金”给 AI 企业助力。去年发起成立上海
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 首期规模 100 亿
元，并预期通过市场化模式，形成 1000亿元
级基金群，一批上海人工智能企业近期将获
得优先支持。同时，不断帮助企业拓展融资
渠道，优刻得、澜起科技等创新企业成功登
陆科创板，一批潜力企业正推进上市进程。

上海市经信委主任吴金城表示，上海将
全力打造上海人工智能“一流创新生态”，以
更富创新的探索激活人工智能。推动科技创
新和制度创新同向发力，让一切人工智能知
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鼓励
人工智能最新成果在上海率先“试水”，努力
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的重要策源地，为全
国乃至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上海智慧”。

学改革开放史坚定再出发决心
（上接第 2版） 赵启正还就科学规划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建设布局、促进外贸企业稳定发展等，同与会者深入交
流。

董云虎指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必由之路。要通过学习改革开放史，汲取智慧力量、砥
砺信心勇气、强化担当作为，更加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
信心决心，积极投身上海奋力创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奇迹
的生动实践。要始终保持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气魄，以敢闯
敢试的精神状态闯关夺隘、攻坚克难，推出更多新的首创

性改革开放举措，着力当好新时代全
国改革开放排头兵、 创新发展先行

者。要继续举高举稳浦东开发开放这面旗帜，打好打活这
张王牌，在更高起点上书写新的发展奇迹，努力使浦东始
终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市
政协要聚焦上海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对外开放重点领域、

关键环节，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协商建言，广泛凝心聚力，

为促进上海改革开放事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郑钢淼，党
组副书记、副主席方惠萍，副主席张恩迪，党组成员、副主
席徐逸波、金兴明，副主席黄震出席。

把握“两个大局” 强化“四大功能”
（上接第 2版）董云虎指出，浦东是实施国家战略和上

海“五个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要在强化“四大功能”，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作出表率、走在前列。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新时代新
方位，准确把握“两个大局”，勇担特殊战略使命，做足做深
市场化改革、畅通国内经济循环、高水平开放文章，加快提
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
竞争。要坚持系统推进、整体提升，全面强化“四大功能”，

将汇聚高端要素作为重中之重， 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格局，

构筑不可替代的战略优势。 要坚持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理念，发挥重要窗口作用和示范意义，提供城市治理的浦
东样板，建设人人向往的幸福家园，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引领区，努力谱写新时代“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新篇章。市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坚持建言
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围绕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中的
重大问题，深入调研，接力建言，为上海强化“四大功能”，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贡献智慧力量。

市政协副主席李逸平主持，副主席周汉民、张恩迪、徐
逸波、金兴明出席。


